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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培訓事工十大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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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黎業文 副編：林麗珍

.自從 1978 年中國推行開放政策後，各農村中的教會如雨後春筍，快速地冒起來。這時需要大量的事奉人員和講道
者，因此教會紛紛開展培訓工作，訓練傳道人起來承擔事奉工作。以下我想分享過去十年來中國的十大培訓(或神學教
育)現象，希望從這些現象中瞻望出中國教會未來神學教育可能出現的模式。

1. 第一現象：門徒式的培訓
門徒式的培訓可以說是中國教會古老的培訓方法。通常由一位年老的傳道人，常帶著數位年輕的信徒，平日親身的
給與教導，安排他們事奉實習，也從旁指正，經過一些日子，他們就能獨立事奉。就像耶穌在世召收一群門徒一樣。
過去二十年，中國的教會並沒有那麼多神學院，因此老牧者為了牧養人數不斷增加的會眾，只好挑選一些他認為熱
心愛主，並可造就的年輕人，給與教導，希望培訓更多人起來一起事奉，也祈望他們成為接班人。
我們相信，隨著教會的發展，神學院的素質越來越好的時候，門徒式的培訓將被一些有系統和優質的神學課程取代。

2. 第二現象：培靈式的培訓班
培靈式的培訓班是八十和九十年代最普遍的培訓事工。多數由不同地區的教會開辦。召集一些,可栽培的年輕人一
兩週的時間，由幾位年長的同工或外來的老師教導。課程並沒有固定的制度，也沒有講義。老師多以講道方式進行教導。
每天早上起來都有唱詩、靈修、講道。講道的信息令人靈性振奮。培訓班後，學員會到各地傳福音和建立新的聚會點。
培靈式的培訓班的缺點是明顯的：一、信徒的裝備過於偏面或偏激。許多異端就是由這樣的培訓班產生出來。二、
沒有好的課程、老師、參考書。三、快速生產許多傳道人，後面也沒有跟進的課程。
進入廿一世紀，這些培靈式的培訓班逐漸減少。我們盼望未來的神學教育能盡快的再培訓這些培訓班畢業的人。

3 第三現象：短期同工培訓班
一些地區的教會時常聯合起來開辦短期同工培訓班。這類培訓班有兩條路線：有家庭教會開辦的，也有三自教會開
辦的，為了應付日益增加的牧養和講道工作。“短期”的意思是指上課時間由一週至兩個月不止。學生全時間吃和住在那
裡。每次的培訓班也花許多費用，但教會或愛主弟兄姐妹還是願意支持這類的培訓工作，因為見到許多義工傳道人從中
出來，解決了嚴重的工人荒問題。短期同工培訓班的課程多數是一些基本神學課程，例如：舊約概論、新約概論、教會
歷史、講道學、主日學教學法等等。畢業生會在各自的聚會點當義工傳道人。相信過去二十多年來，短期同工培訓班訓
練了超過二十萬的義工傳道人。它的缺點也是明顯的：課程不夠深度和完備、老師資格並不高、學生程度良莠不齊等。
盼望未來的神學院能鼓勵許多短期同工培訓班出來的義工傳道人再次能進入神學院接受更完備的神學課程。

4. 第四現象：三自教會開辦的神學院
由 1982 年開始，三自教會陸續在各省開辦神學院。這些神學院有三種類：一、大學內的宗教或神學課程。這類神
學院並不屬三自或兩會，而是由政府辦的大學所開設。二、三自教會在各省所開辦的神學院。至 2003 年，全國共有二
十多間。有大有小。雖然中國政府准許三自教會在全國開辦這二十多間神學院，但是對同工的提供還是非常的不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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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衍生了以下的聖經學校。三、各區三自教會開辦的神學培訓中心或聖經學校。這些聖經學校通常只開設一至二兩制
的聖經証書或神學文憑課程。
我們相信，這些三自教會的神學院在未來會繼續訓練傳道人提供給國內各地的三自教會和聚會點(2003 年止，三自
教會和聚會點有四萬多間)。

5. 第五現象：家庭教會開辦的神學院
各地區的家庭教會開辦的全時間聖經學校或神學院從八十年代尾開始陸續出現。多數是由某地區的教會合辦而成。
有一至三年制。校舍多數在教會旁。估計至 2003 年，中國大約有一千間這類的神學院。它們有定的校舍、老師駐守、
間中有海外特約而來的講師、有系統性的課程，學生畢業後會被派回各自的教會去事奉。
家庭教會開辦的神學院多數有一些海外神學院的背景，或技術上的幫助。也常邀請海外神學院講師到來授課。相信
這些神學院或聖經學院將成為中國未來有規模的神學院。

6. 第六現象：海外機構/教會到來的零散的同工培訓班
過去和現在常有許多海外的機構或教會派人到中國，既然來了，都希望作一些培訓工作，因此是零散的。我們用“零
散”這字眼去形容這類培訓班，主要是因為這些海外到中國來的傳道人或神學院講師沒有加入一個中國培訓工作的機構
而來。
我們盼望海外的華人教會或傳道人以後不要浪費寶貴的時間，如果要進去作培訓的工作，必須有計劃和有系統地進
行，這樣才能真正地幫助到中國的傳道人。

7. 第七現象：海外機構/教會到來的週期性門徒課程/神學培訓班
過去和現在常有不同的海外華人教會或機構到中國去培訓。這些培訓並不是長期性的，通常一年來兩三次，每次一
至四週，多數是提供一些聖經，或門徒，或領袖，或教會增長的訓練課程。這類的培訓班為中國快速生產了許多傳福音
的信徒(他們稱為「門徒」)，也生產了許多新的教會。許多門徒培訓課程的老師是短期宣教活動的信徒。受訓完畢的學
生起初對傳福音和帶領查經的工作還應付得來，但是當人數增長的時候，卻在講道和教導的工作上應付不來。
我們相信，這些週期性的培訓班在未來還是會繼續存在，因為中國教會的需要太大了。也盼望，當有機構進行此類
短期的培訓課程時，也思考如何繼續給畢業出來的學生在聖經真理、牧養、講道、教導等方面更優質的裝備。

8. 第八現象：神學函授課程
全國三自教會(南京)有「聖經函授課程」
。香港某神學院在中國及世界各地華人教會之間也開辦了「神學函授課程」。
美國有兩個機構也提供神學函授課程。
對中國教會現有的情況，函授課程優點有：一、通過文字和電腦科技，函授課程似乎突破了許多時間、空間、政治
的限制。二、函授課程最能滿足大量工人學習神學的工具。三、許多義工傳道人在工作之餘，可藉函授課程來學習和裝
備自己。四、函授課程有講義，省下了學生尋找和購買參考書的困難。五、函授課程的投資成本大大的減少。缺點有：
一、老師和學生之間無法時常見面討論。學生的理解、生命的接觸都缺乏了。二、編寫講義是一個鉅大的工作。傳遞也
是一個問題。 三、學生必須有恆心毅力、理解和書寫能力。四、報讀的人數多，真正畢業的人數少。
我們相信，2010 年後，中國將有三十五萬間教會，需要更多的工人，因此神學函授課程在未來有繼續存在的空間。

9. 第九現象：海外機構/神學院到中國設立全時間制的神學院
從 1990 年開始，就有海外的機構或神學院到中國設立全時間制的神學院。至 2000 年，所知道這類的聖經學院(2-3
年制)、神學院(4 年制)，和研究院(3 年制)已超過 10 間。這些神學院比較有規模：有固定的校舍、駐守的老師、間中有
海外特約而來的講師、設有學分制，和系統性的課程。畢業生多數會回去自己地區事奉。
這些神學院是中國最優質的神學院。將來如果中國政府再開放並承認她們的設立，將成為世界級的巨型神學院。

10. 第十現象：海外神學院到來開辦的神學研究班
暫時知道有兩個海外的華人神學院到中國來開辦神學研究院，提供道學碩士的課程。他們中國幾個主要的城市設立
了神學研究院。這些研究院分兩類：一些是專收神學學士畢業的傳道人，另外是專收大學本科畢業的傳道人。課程和海
外華人教會神學研究院的一樣。
我們相信這類神學研究班一天將會壯大，成為中國未來的神學研究院。已有幾間海外的神學院正在計劃購地建校，
並在海外儲備神學圖書館，有朝一日中國開放，立刻公開開辦課程。
(註：主題文章：「21 世紀初的中國宣教策略之三」暫停一期。下期將繼續)

澳洲“華聖”課程推介

陳潤棠牧師

本人於今年四月中復活節期間到澳洲柏斯華人宣道會主領差傳培靈會，與會者除了本地信徒外，還有
來自大陸、台灣及香港的留學生，約二百多人聚會，該次聚會十分蒙恩，感謝主。期間有機會代表“華聖”
推介神學函授課程，鼓勵信徒報讀。弟兄姊妹對函授非常感興趣，有不少查詢，會後更有人報讀函授。弟
兄姊妹均表示這函授課程學習的方式非常靈活，可讓他們在工餘有進修的機會，因有相當齊全的講學課程，
加上完善的講義及 VCD 光盤幫助學習，使自修的果效更相得益彰。
這神學函授確實使不少華人信徒受惠。本人認識一些在杜拜（DUBAI）的姊妹，因為她們是初信並缺
乏當地教會的栽培，雖然有心志報讀神學，預備事奉主，還是不被東南亞方面的神學院接納。後來她們報
讀了這函授課程，覺得這函授對她們有很大的幫助，所以她們都非常興奮，對追求及事奉的前路充滿盼望。
這課程對國內的信徒也有很大的幫助，本人有機會認識一些國內信了主的大學生，他們都非常珍惜學
習函授課程的機會，並認真用功地做功課。他們學習與追求的態度，實在值得我們學習。
綜合以上的體會，本人深深的感受到，神學函授課程無論對國內外的華人信徒，都有莫大的裨益，願
神繼續使用神學函授課程，成為更多華人信徒的祝福。
（陳潤棠牧師為本院院董兼講師）

安徽培訓後感

孫老師

今年三月的時候，本人到安徽省一個農村家庭教會培訓。這是一間非常傳統及嚴謹的教會，信仰根基
穩固，信徒都熱心查考聖經。
這是一個新的培訓點，培訓以密封的形式在一個家庭中舉行，為了安全，所有學員都要住在這裏，不
許外出。學員約有 45 人，大部份是 30-45 歲的弟兄，對大陸的教會來說，這是一個鮮有的現象。他們都是
教會的領袖同工，事奉經驗豐富，文化程度有中學或以上，難得他們非常謙卑，學習態度認真，整天忙碌
地打筆記，也很踴躍的發問。雖然每天要學習九個小時，但他們還是非常專注，學習精神可嘉。更難得是
他們對老師的尊重，不會因為自己有經驗而心驕氣傲。他們覺得培訓對自己有很大幫助，透過講解，過往
對聖經一些不明白的地方現在好像靈光一閃一樣，問題迎刃而解。對於這函授課程，他們如獲至寶，希望
能讓更多同工參加學習。
幾天的學習，都在融洽和諧的氣氛中渡過。他們的認真與謙卑，使我非常感動。是次培訓我感到頭腦
特別清晰，講解也非常流暢，我深信除了是因為神的工作外，還有弟兄姊妹那種謙卑和殷勤學習的態度，
推動我更有力量的事奉神。我深深的體會到，好的培訓工作，委實需要完全的倚靠神，並在教導上作好準
備，然後，神一定會動奇妙的大工。
（孫老師為本院國內老師兼研究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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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現有神學培訓班共 332 個。於今年一至五

此彼此關懷、鼓勵及支持，並在安靜中重新得

月曾舉辦神學培訓班合共 32 次。因「非典」的

力，再次上路事奉主。

緣故，四、五月份的培訓被逼取消，各地教會
2.

3.

7.

過去數月本院已印刷了《神學函授課程合訂本》

都希望老師早日前來培訓。

一至四期各 2500 本及制作了 500 套教學

本院現時開辦神學研究班共六個，分別在廣

VCD(共四萬張光碟)發到各區。由於新區不斷增

東、華北及華中等地區，他們都是一些高級的

加，故供不應求，還要大量印刷和制作，請記

知識份子或優秀的傳道人，盼望不久的將來他

念。另外也制作了一些輔助教材供國內教會使

們成為國內優秀的神學老師。

用。

繼續有海外機構如緬甸北部三間神學院、柬埔
寨金邊聖公會、澳洲雪梨福音堂、澳洲柏斯宣
道會、墨爾本中央浸信會、波斯灣華人教會等
與本院合作舉辦神學函授課程。還有許多本地
和海外機構在商討合作。

4.

5.

6.

財政報告(2002 年 1-12 月)

`
收入：
課程收入

$

陳潤棠牧師代表“華聖”曾於復活節期間到澳州

捐款

$ 1,809,126.54

柏斯華人宣道會推介神學函授課程，獲得良好

其它收入

$

的回應。

總收入

$ 1,900,771.81

印尼佳音堂及香港北角宣道會分別差派宣教士

91,453.88
191.39

支出：

前來成為我們的宣教士，他們是黃彼得弟兄、

薪金、公積金、保險

林雪莉姊妹及錢雅娣姑娘。另外本院現有老師

辦公室日常開支

$ 380,014.09

及義務老師共有 70 位，感謝神為我們加添天國

培訓事工

$ 884,872.33

的精兵。

宣傳推廣、交通費

$ 34,647.50

本院定於七月初舉行首次的宣教士退修會，藉

$ 659,534.02

銀行收費、地產代理費

$

總支出

$1,967,568.56

8,500.62

盈餘/虧損（31/12/2002）

($

66,796.75)

財政報告(2003 年 1-5 月)
收入：
奉獻
學費
總收入

$1,015,669.90
$ 47,436.00
$1,063,105.90

支出：
同工薪金及辦公室
培訓事工
總支出

$574,875.14
$ 416,264.20
$991,139.34

本院為香港政府註冊非牟利機構，奉獻收據可減
免收入稅。

總幹事：黎業文牧師
工場主任： 甄小玲女士、林麗珍女士
函授課程主任：陸振耀先生
行政秘書：薛 靜小姐

董事 主 席：吳 羽 醫生
司 庫：郭煒成先生

委 員：何子權牧師、謝品然博士
錢衛樑長老、陳潤棠牧師

